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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正式移师全球最大展馆-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期展会 Concurrent Events

“2021 第 11 届深圳国际连接器、线缆线束及加工设备展览会”简称:“ICH Shenzhen

2021”将于 2021 年 08 月 23 日-25 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将是一个“一站式”产

业生态链行业盛会，以“智慧工业、连接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中国乃至全球的线缆线束加

工和连接技术在 3C 电子、汽车制造、电器制造、医疗器械、新能源、航空航天、铁路及轨道

交通、通讯、半导体、照明、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充电桩、电力电工等主要行业应用解决方

案和未来技术发展新方向，生动诠释连接器、线缆线束加工制造新技术与应用的联动与融合。

“ICH Shenzhen”已逐渐成为线束加工及连接器行业的风向标，每年参加的老展商占比

都超过 80%以上，预计 2021 年将有超过 600 家企业，近千余品牌集中亮相。ICH Shenzhen

2021 将迎来第 11 届，也见证了中国连接器、线缆线束制造加工技术的崛起，助推中国与全

球产业链的交流、交融、交易。成为了行业“品牌展示 - 经贸洽谈 - 技术交流”三位一体的

重要商贸平台。



展会优势

1 展会举办地位于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 粤港澳大湾区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拥有着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汇聚着一大批连接器、线

缆线束终端应用客户，是国内最重要的会展中心城市之一，年展览总面积和馆租率稳居

国内前列，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2 “ICH Shenzhen 2021”品牌优势 – 专业平台、巨头云集

作为华南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连接器、线缆线束及加工设备展，2021 年也将迎来第 11
届，展会将充分利用多年来成功经验及积累的优质行业资源，全力组织行业龙头企业参

展参观，积极协同合作各协会团体，获取社会各界广泛支持。

3 一流的展馆 一流的服务 – 全新世界级超大型会展综合体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Shenzhen World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是深圳市政府

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由招商蛇口和华侨城联合体负责建设和运营，是集展览、会议、

活动（赛事、演艺等）、餐饮、服务等于一体的超大型会展综合体。

4 专业观众 优质买家 – 精心组织 海量邀约

本届展会已专门成立观众组织部，逐步完善了专业观众数据库，为来自全球 80 多个国

家及地区的 30,000 名观众提供洽谈对接服务，吸引更多专业观众前来参观采购。

5 把握万亿“新基建”新机遇 ICH Shenzhen 助力产业加速布局

国家在“新基建”上的投入保守估计将投入超过 1 万亿元，利用深圳产业与区域核心的

双重优势加速粵港澳大湾区产业的创新突破与转型升级！新基建与连接器线缆线束产业

联系密切，预计受到“新基建”建设政策的影响，连接器线缆线束相关产业的将呈现快

速发展的趋势。

http://www.baidu.com/link?url=Za8PrqX182ZhDTIE6j5Ln2iUqrwv_m4patOA7cE-vvf0dyAtfeLn9aYW2RYsS6Sy


ICH Shenzhen2021 是连接器线缆线束加工行业颇具影响力的盛会，全面展示全球的最

新创新技术成果和科技趋势。在 ICH Shenzhen 展会，您将有机会与创新者、高层决策者、潜

在客户和全球媒体建立联系，ICH Shenzhen 是一个树立品牌知名度、发布新品、拓展亚洲及

全球业务的理想平台。

这里不仅仅是 这是一个一站式的 一个您不容错过的

为期三天的展会 业务拓展好机会 行业年度盛会

五大参展理由

1 这是一个达成交易的地方，预计 30,000 多名国内和国际买家前来寻找商机！

2 这是一个行业领袖和决策者的汇聚地，近 70%的公司高管在这里集体亮相！

3 这是一个全球盛会，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600 家行业翘楚齐聚于此！

4 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行业舞台，200 多家来自全球各地的媒体亲临报道！

5 参展商可以利用展会+中国线缆连接网线上线下宣传，助力展商获取更多合作机遇！



上届回顾

上届展会于 2020 年 09 月 02-04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在国内制造业逐步恢复正

常化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还是希望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利用 ICH Shenzhen 这个专业

展会平台，展示新兴技术产品的同时，加强市场宣传力度及上下游采购商合作交流，争做行业

风向标，占领市场先机！也正是参展商的这份信心和行业对市场的需求让 ICH Shenzhen 展 热

度不减往年。展会期间吸引了有来自包括比亚迪、华为、美的、格力、安波福、金亭、莱尼、

住友、矢崎、得润、泛华、富士康、立讯、海尔、TCL、康佳、松下、本田、中车、丰田、五

菱、长安、三星、TP-link、安费诺、大族激光、沪光、国家电网等共 30136 人次到场参观。

ICH Shenzhen 2020 部分参展品牌推荐



专业观众领域分析 专业观众满意度

99.40% 观众对 ICH Shenzhen 展览的专业性表示满意

99.80% 观众明确表示会将 ICH Shenzhen 推荐给朋友

99.50% 观众确定会继续参观 ICH Shenzhen 2021

96.60% 观众表示此次参观很有收获

观众参观目的 专业观众在企业担任的角色

ICH Shenzhen 2020 部分参观团



展会宣传

强大的平台营销整合 助推企业品牌、产品及技术展示

ICH Shenzhen 拥有专业的数字化营销系统，整合应用行业各大主流营销渠道，通过国内外近 200 家

主流 PC 端网络媒体、行业门户网站及杂志、微信自媒体、头条新闻、搜索引擎推广、抖音广告推广、户外

广告、各大视频平台、展会官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新闻快讯推送及主办单位旗下中国线缆连接器网等不定

期新闻发布，共同打造精准化整合营销，助推参展企业品牌推广、产品及技术展示。



展品范围

1 连接器、接插件展区

端子连接器、防水连接器、防爆连接器、导线连接器、圆形连接器、线缆连接器、射频同轴

连接器、汽车连接器、新能源连接器、电子连接器、通讯连接器、印制电路连接器、电力连

接器、特种连接器、工业连接器、矩形连接器、电器连接器、重载连接器；接插件、插头、

插座、开关、端子、IC 圆孔插座、插针、排针、USB/TYPE-C 连接器、连接器组装及非标

自动化设备、视觉检测、环境测试设备、插针设备、点胶机、测试机、银点铆合机、焊接机、

注塑机、检测仪器、合金铜材、胶水等各类配套产品。

2 线缆线束加工设备区
裁线扭线机、切线、集成线束制造系统、压接模座、端子模具、电线末端加工设备、切管机、

端子机、排线机、铜带机、沾锡机、注塑机、剥线机、电线器材实验机、端子压着机、同轴

剥线机、绕线扎带机、超声波焊接机、线处理器、端子五金制品检测仪器、USB/type-C/ HDMI
等高频线材加工设备、AC/DC 线材生产加工设备、线束检测仪、插头测试仪、线材铆压机、

端子断面检测仪、剥离强度测试仪、汽车线束测试/装配线、喷码贴标机等插头线/数据线/电
子线/家电/电力电工/新能源/汽车线束加工设备、其他相设备及配件。

3 电线电缆展区
电线电缆、光纤光缆、电子线材、电缆附件、光缆附件、线材生产与精制机械及线缆处理设

备、成缆机及绞线机、加工设备、辅助加工材料、电线电缆/光纤光缆材料、控技术、相关

领域配套服务及产品。

4 线束线材及配线器材展区
接线端子、绝缘护套、导线及绝缘包扎材料等；线束线材：汽车线束、3C 电子线材线束及

各类家电/机器人/无人机/新能源/航空航天/智能家居/安防/灯饰线束、AC/DC 线材、HDMI
线扎线、电磁线、护套线、高温耐热电线等；配线器材：尼龙扎线带、配线槽、配线标志、

接线端子、电线固定头、固定座等各类配线器材。



参展流程

A、室内空地 B、标准展位

室内光地是 36 平米起租，主办方只提供 9 平米标准展位配置（3M*3M）基本配置有：一张咨询桌、

空场地。展商需负责装修搭建，所涉及费 2 把折椅、一个电源插座 220V、2 盏射灯、公司中英文楣

用均由展商自行承担； 板、展位铺满地毯、垃圾篓 1 个；

收费标准 ( 以下价格不含税，展商需支付 6%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金)

注：广告赞助请联系工作人员；

联系我们

有关参展、刊登广告、研讨会和发表论文等事宜请垂询：
香港贸发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大会秘书处：上海贸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 668 号双子楼 A 栋 602 室
联系人：杨国（先生）13661626920 （同微信）
电 话：021- 51210329
传 真：021- 37048779
E-mail：maofa@oemao.com 在线 QQ：3349478149
大会官网：www.ich-expo.com

展 台 类 型 标准展位 双开口 标准展位 单开口 境外企业

标 准 展 台 ￥ 13800 元 / 9 ㎡ ￥ 12800 元 / 9 ㎡ USD 3800 元 /9 ㎡

室内光地 (36㎡起租) ￥ 1300 元 /㎡ ￥ 1300 元 /㎡ USD 380 /㎡

扫描二维码关注

展会官方微信公众号


